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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4 年曾請人以 ASP.NET 語法撰寫「印學書庫」，蒐錄林文彥老師十幾年

來的藏書資料，對於書籍等文獻的紀錄整理有著正面的幫助，但一年多前在不明

因素之下執行程式損壞無法正常運作，恢復資料庫來處理文獻建檔的工作刻不容

緩，文獻研究必須藉著程式完善的管理功能才能符合資訊社會的潮流。 

 

原發表於個人部落格〈「印學文獻資料庫〉粗略的構想〉一文，經整理補充

而成本文，除重新規劃設計的資料庫內容之外，還包含筆者對文獻整理與應用的

粗淺看法，倉皇成文疏漏在所難免，祈請方家指正。 

 

 

 

【關鍵詞】印學書庫、文獻研究、資料整理、文獻再利用、詮釋資料、 

         研究型資料庫、圖書知識管理、研究方法、藏書、延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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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4 年曾請人以 ASP.NET 語法撰寫「印學書庫」1，蒐錄林文彥老師十幾年

來的藏書資料，功能和一般的書籍管理系統相差無幾，對於書籍等文獻的紀錄整

理有著正面的幫助，隨著功能需求的日益增加與程式研發的進展，現有功能已不

敷使用，程式亦有許多問題未能盡除，一年多前在不明因素之下執行程式損壞無

法正常運作。 

 

此時印學文獻管理又回到最原始紙本徒手紀錄的狀態，但文獻研究仍是持續

不斷，恢復資料庫來整理建檔的工作刻不容緩，也必須藉著程式完善的管理功能

才能符合資訊社會的潮流，市面上雖然有所謂的書籍管理軟體，但大部分是英文

版或者簡體版，再和其他學者文獻以及個人專業的交流的互動性也不甚完備，所

以筆者決定再重新設計「新的印學書庫」做為文獻整理的工具，除了功能的基本

需求外，也將著重在文獻資料的人際互動上。 

 

「印學」泛指印章相關的科學研究，因為印章的歷史傳承年代久遠，使用的

文字與古文字學、歷史、考古、文物、視覺造形藝術都有關連，跨多領域的文獻

相當的多，印學書庫最初將以印學為資料文獻蒐集的範圍為基準點，日後其範圍

闊大的程度可能也不亞於任何學門領域。過去因為兩岸隔閡，許多出土文物消息

與文獻資料不易取得，今日兩岸文化資訊交流頻繁、出版業發達，之間差異已不

可同日而語，從事研究的工作者在諸多資訊文獻充斥的時代，更需要將資訊完善

的整合歸納。 

 

我們將文建會 93 年文化統計資料2繪製成圖，從中可知民眾購買書籍的金額

與「學歷」有直接的關係，「學歷」越高越願意花費更多金錢在買書上。學歷在

                                                 
1 〈印學書庫〉網址：http://www.mebag.com/book。參考林文彥老師藏書編類方式，將印學書籍

分成：工具書(G)、印學叢書(Y)、印譜(P)、學術．文字學(S)、期刊(C)、中國歷代印風(F)、博

碩士論文（B）、日文書籍(J)、日本篆刻臨時增刊(L)、日本篆刻季刊(T)、英文書籍(E)、其他(未
分類)、等項目。務求以水平方式的涵蓋印章相關的書籍，方便學者或網友能依照分類，查詢

到需要的書籍資料。工具書第一本書代號為「G0001」，依此類推。 
2 文建會（文化參與及文化消費專案調查概述），資料網址：http://event.cca.gov.tw/artsquery/093.htm

調查範圍在台灣省臺北、高雄兩直轄市與 21 縣市，以及福建省的金門縣、連江縣。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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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以上＂的族群每個月會花一千元新台幣以上來買書；而“小學以下＂的

族群每個月會花費的金額僅在六十新台幣左右，兩者差距相當大。 

 

    另從教育部統計處的資料3可知，目前台灣有 29839 位博士生；163585 位碩

士生，加起來共有 193424 人，每個月花一千元買書的話等於 193,424,000 元，再

乘以十二個月則達到近二十四億元，未來這些人畢業後就是調查中這些月花千元

買書的族群之一。這些學生當然也未必能全數畢業，若加上已經畢業的博碩士人

口，台灣高學歷份子購買書籍的總消費金額一年應該是大於二十四億新台幣，持

續推廣大家看書、買書的工作是不能間斷，因為閱讀人口越多於文化產業的幫助

也是正面且有意義的。 

 

                                                                                                                                            
係年滿 12 歲以上之民眾，調查時間於 2005 年 12 月 26 日至 30 日執行電話訪問調查。有效調

查樣本為 1,071 份有效樣本，在信心水準為 95%的情況下，抽樣誤差在±3%間。 
3 資料來源：教育部（大專院校概況統計）網址：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data/serial/u.xls?UNITID=
139&CATEGORYID=260&FILEID=130550&open 。95 學年度  SY 2006-07'大專院校學生人

數。瀏覽時間：2007 年 11 月 20 日，PM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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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好好的應用現有的書籍，不把書籍變成另一種物質垃圾，又能維持世界

知識傳布的需求，亦是值得再持續深入探討研究的課題。4成立此資料庫的目的

純粹是以輔助學術研究為主要願景，提供研究者撰寫論文中需要的文獻考察或圖

書資源管理，搜尋後的資料可直接以圈選“複製＂、“貼上＂，將資料存於文書

編輯軟體 WORD，也可直接匯出成單一檔案，節省了研究文獻重新打字的時間。

除了文獻資料的蒐集整理外，資料庫的其他功能與應用將再說明。 

 

 

二、相似網站的考察 

 

浩瀚網海中，在書籍裡加上評語或心得的功能是一般網路書店都有的基本功

能，在此便無須列舉說明，但既然書籍的評論在很多網站都已經是基本的功能

了，為何我們又何必重新作一個有這樣功能的一個資料庫呢？有幾點原因： 

 

1.商業性質的網站，內容絕對是以營利為優先考量，程式中不可能包含或者

加入益於研究者整理的多餘功能。 

2.會到達此類網站的族群並不一定是從事研究的這一群人，可能只是想買書

或者參考別人閱讀心得的人。 

3.網站資料內容的專業度可影響使用者的意願與再度使用的機會，因此設立

一個專屬研究族群的資料庫/網站便顯得格外重要。況且目前並沒有能符合

研究需要的文獻整理專屬網站（或說資料庫），重新的建構規劃設計也是

理所當然。 

 

以下就針對本資料庫性質相近與值得借鏡的二個網站作簡要的介紹與分析： 

 

☉〈豆瓣網〉（www.douban.com） 

 

                                                 
4 參拙文〈台灣民眾每月購買書籍「預算」與「實際消費」金額 〉，發表於「篆來撰去」部落

格，網址：http://blog.yam.com/ebag/article/11566703，發佈時間：2007 年 8 月 30 日 16:4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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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豆瓣網〉相當簡單快速，只需要輸入 Email 等幾個步驟，加入後收到

的信中寫到：「您可以在豆瓣：收藏、推薦、評價、發表評論、交換二手書、碟，

以物會友；比較 42 萬種書、碟在 20 多家購書網站的價格。」 

 

    網站的版面配置有單純簡潔的設計，以輸入 Email 和登入密碼即可開始使用

站內各項功能，在書籍的資訊上，有作者、ISBN、 頁數、定價、出版社、裝幀、

出版年。讀者可以把該書加入自己的收藏，或設定成“我最近在讀＂、“我讀過＂

或“我想讀＂5，讀者也能對書籍作一至六星等級的“評價＂，或者你可以直接

輸入文字評論這本書。 

 

 “放在你的 blog 裡＂連結中會有一個代碼生成器，可以將此書的資訊顯示

在自己的部落格，網站除了書籍的閱讀評論，還有電影、音樂的視聽媒介可讓讀

者評論，網站的另一功能“友鄰＂即是使用者可以加入與自己興趣相近的使用

者，也會顯示：「你有 9 個以上的收藏並且給出了評價（“很差＂到“力薦＂）

之後，豆瓣每天會從所有成員中自動找出和你收藏和評價最相似的幾位。」由此

可知，除了使用者自行加入的好友外，程式也會幫你找出興趣相近接近的朋友。 

 

概括來說，該網站的功能涵蓋了我們規劃新「印學書庫」中的某些部份，例

如在清新簡單的版面與快速登入註冊、相同研究興趣的族群整合等，該網站已有

許多在書籍等其他媒體與族群整合上創新的概念，但我們知道該站的創立與經營

方向並非是以“研究＂為主的應用為考量，故無法將此站作為輔助研究用的網

站。 

 

☉〈中國知網〉（www.cnki.net） 

 

關於〈中國知網〉一般人可能會比較陌生，但說到「中國期刊網」6大家或

許就很熟悉，台灣許多的學校圖書館等機關都有購買這套資料庫，購買的論文期

                                                 
5 當你點選“我讀過＂的選項時，會跳出一個視窗，讀者可再對此書填入相關的“標籤」和“簡

短附註＂，在下方可以勾選“不讓別人知道我讀過這本書＂的選項，能隱藏自己的閱讀隱私，

是比較特殊的作法 
6 包含「中國期刊全文(中國期刊網)」、「中國博碩士論文全文」、「中國重要會議論文」等資

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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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文獻範圍大多是從 1994 年開始，前者包含的範圍較廣、提供的功能與資料量

也較多。 

 

〈中國知網〉必須先註冊後才能使用網站內所有的資料庫，但加入會員後僅

可作關鍵字的搜尋與瀏覽文獻資源的標題，若要下載該文獻，則需要購買「CNKI

充值卡」，網站提供了許多充值的方法，如：知網卡、銀行卡、神州行卡、手機

短信等，這樣多樣的付費機制可惜並沒有一項在台灣的我們能夠使用，為此筆者

還曾多次以電子郵件方式詢問原因，但都未獲回覆，直至近日參加位於台灣師範

大學 CNKI 所舉辦的研討會，會後與台灣的代理商某專員談論此狀況時才稍解疑

惑，原因可能是該公司並未想開放給海外（台灣）的個人用戶使用，目前雙方在

這方面授權並未取得共識。台灣的“個人用戶＂若想嘗鮮使用，藉由大陸友人代

為購買充值卡，或是委請友人代為下載等都可算是因應的辦法。 

 

該站的資料庫分成「CNKI 源數據庫」、「外文類」、「工業類」、「農業

類」、「經濟類」、」教育類」等六大類，與我們相關的，主要是第一類，其中

包含：中國期刊全文數據庫、中國博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中國期刊全文數據

庫（世紀期刊）、中國優秀碩士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數據庫、

中國重要會議論文全文數據庫、中國工具書網絡出版總庫、中國圖書全文數據

庫、中國引文數據庫、中國年鑒全文數據庫等。 

 

在上述的「CNKI 源數據庫」內容裡，最常使用的應該是以博碩士與期刊論

文為主的相關資料庫。雖然文獻內容並非全是簡體字，但由於該網站並不支援繁

體字，所以使用者在輸入關鍵字時必須先「轉成簡體字」，搜尋出來的結果才能

正確，這可能是第一次使用的朋友會忽略的狀況。該公司所建立的資料庫除了收

錄期刊論文種類豐富，另外與其他公司的資料庫最大的不同，要算是「知網節」

的應用了。 

 

「知網節」是 CNKI 的創新且獨特對於相關文獻作一種有效的連接，所謂「知

網節」的解釋是：「提供單篇文獻的詳細信息和擴展信息瀏覽的頁面」7。一般

                                                 
7 包含了單篇文獻的詳細信息如題名、作者、機構、來源、時間、摘要等，還是各種擴展信息的

入口匯集點。這些擴展信息通過概念相關、事實相關等方法提示知識之間的關聯關係，達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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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在相同作者曾寫的文章的功能列示上已是普遍的作法，但「知網節」卻能

更深入的將與目前瀏覽的文章的「相似文獻」再列出，是該公司的一種有賴於對

文獻全文的建立與相關文獻的分析，這點是文獻應用的一個大進步。 

 

另外，若說到網路上的文獻的電子資源，由於大陸當局在著作權的管理與控

制似乎沒有台灣的嚴格，所以諸如「國學數典」（bbs.gxsd.com.cn）、「北大中

文」（www.pkucn.com）、「中國先秦史」（www.zgxqs.cn/bbs）等論壇都有相

當多的古或當代出版的書籍文獻資源，在筆者長期觀察下，認為其中不乏博、碩

士級的族群在此駐足，從論壇文章的深度與內容，也可看出各版版主在經營論壇

的用心與發展願景。 

 

中國大陸這種類型的網站或論壇很多，各自擁有不少的使用者，雖然貪圖書

籍下載方便的好處而使用論壇的人占大多數，但文獻資源的取得方便、同性質族

群的交流暢通，亦使這樣環境在學術研究的發展有著推廣普及的進步。反觀台

灣，並沒有類似的學術的討論網站或者文獻資源整合中心，絕大部分是礙於著作

權法的設限，使得許多資源並未能真正的開放給學者使用，研究者個個都是「單

打獨鬥」，從文獻的蒐集、考察、整理、研究內容撰寫等，除了每年幾次的研討

會上，偶有機會見面談論研究內容，彼此能再交流的部分，可能就是出版的論文

集或者專書了。這樣沒有好好利用現代網際網路的通訊工具是相當可惜的。 

 

雖然網路上有許多圖書資源（某些專業公司團體或者個人的製作），但內容

品質參差不齊，要說能完全替代紙本作為閱讀或傳布的媒介，尚待進一步的觀

察，一般閱讀的需求下偶爾都有漏頁或者模糊的情形，更別說是文獻考察時會牽

涉到引用來源標注的嚴格標準，網路上所下載的這些電子書，圖錄品質幾乎是無

法和自己找原書來掃描的相比，所以對我們來說，這些電子資源很多是作為預留

存檔。當身處於外地或者剛好沒有紙本可參閱時，這種特殊狀況所使用的研究材

料資源。 

 

                                                                                                                                            
識擴展的目的，有助於新知識的學習和發現，幫助實現知識獲取、知識發現。引用網址：

http://cnki.toho-shoten.co.jp/kns50/help/help_141.htm（瀏覽時間：2007 年 11 月 12 日 PM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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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新發表的的「無線電子書閱讀器 Kindle」，能讓讀者在亞馬遜網站

以每本 9.99 美元購買大多數的暢銷書和新書，比一般精裝書 25 或 26 美元的平

均售價便宜二分之一以上。8是該公司執行長貝佐斯的一項新作法，雖然這類的

電子書閱讀器並非最新的科技，但藉由“亞馬遜＂在網路媒體的影響力、佔有

率，想在短時間改變目前人類的閱讀習慣，看來也不無可能。 

 

 

三、資料庫的規劃設計 

 

    重新設計規劃這樣的資料庫，仍沿用舊名為「印學書庫」，其用意並不是希

望收納的文獻設限在「印學」的領域，主要是考量網路的曝光度，因為多年前作

的印學書庫在 Google 搜尋的排名還在，這樣比較容易被人搜尋出來，但基本上

自己的藏書會以印學方面為主，別人要收入何種學門的文獻，則任由其意了，這

樣額外的解釋是希望在名稱上不要造成誤會，或許這樣的稱呼也能過濾掉一些非

專注於研究的朋友吧！ 

 

   一般的書籍資料庫的資訊僅包含書籍的表皮，書內的“目錄＂與“索引＂等

資訊也是相當重要的，只靠書名或少許的關鍵字實不足以完整描述這份文獻，在

無法每份文獻都能數位化（全文電子檔）的限制下，增加部分的「描述資料」是

我們努力達成的目標之一。 

 

    以論文集來說，書名僅能讓讀者知道這是屬於那個領域的論文集，若顯示「目

錄」的資訊才能使讀者知道每篇論文的名稱和作者是誰。印學書庫不在追求文獻

的數量，而是維持專業書籍水準以上的質量。程式走向以“穩定快速的運行＂、

“人性化設計＂、“簡單的視覺化的操作介面＂為三大重點。資料庫在輔助研究

中文獻研究的幫助有以下幾點： 

 
                                                 
8「Kindle」是全球最大的購物網站「亞馬遜」（http://www.amazon.com/）於 2007 年 11 月 19 日

發表開發費時三年的電子書閱讀器，重 292 公克、6 吋螢幕、內建新牛津美國字典，免費連線

維基百科，2 小時內完全充電，維持連線可達 30 小時。連線上網免月租費，並可檢索內文，

報紙月費：5.99-14.99 美元、雜誌月費：1.25-3.49 美元。以上內容見〈亞馬遜電子書比實體書

便宜一半〉，刊《工商時報》，A3 版，民國 96 年 11 月 21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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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搜尋相關文獻，作文獻考察的工作。 

2.獲取最新文獻資訊。 

3.瀏覽別人的藏書/文獻。 

4.對文獻發表閱讀心得或校訂補正。 

5.管理編輯自己的藏書/文獻（登錄新的資料，管理文獻的流向）等。 

 

 

☉ 程式需求說明： 

 

1.資料量可能高達數萬筆以上，務求程式穩定，且需要日文或他國文字輸

入，所以資料庫需要支援多國語言儲存，網頁即以 UNICODE（萬國碼）

編碼。程式具備多國語言的支援，讓世界各國的朋友能來此註冊，並能正

常顯示自己的名子與編輯的文獻內容。 

2.可作排序的項目有：「作者」、「書名」、「出版時間」、「出版單位」、

「書庫代號」等。搜尋後點選「作者」、「出版時間」、「出版社」，程

式將帶出相同資料（例如同一個作者所寫的書，將一起列出）。 

3.資料庫的「書籍封面圖片」以寬 100 像素×高 135 像素的 JPEG 檔案儲存。 

4.使用者必需登入才可使用資料庫。 

5.使用者可以獨立建構自己的藏書庫，除此之外，也可開啟數個「研究專

案」，整理屬於自己研究中的參考資料。 

6.書名或者人名中若有電腦缺字（無法輸入的異體字），可以連接「印學缺

字資料庫」（www.mebag.com/word/）以程式控制連接圖檔顯示，若需搜

尋某些「缺字」則依照該字的檔名輸入。 

7.資料庫內容，可依欄位先由 EXCEL 等文書軟體輸入完成，整個檔案匯入

更新。 

8.文獻暫時分成「書籍」、「期刊」「報紙」、「博碩士論文」、「光碟」、

「其他媒材」六種9。 

                                                 
9  規劃的內容格式如下：「書籍」：（[書名],[作者],[書版單位],[出版時間],[出版地],[版

別][ISBN]…）、「期刊」（[篇名],[作者],[期刊名稱],[出版單位],[出版時間],[出版地],[頁次],…）、

「報紙」（[篇名],[發表者],[報紙名稱],[版次],[出版時間]…）、「博碩士論文」（[論文名稱],[作
者],[畢業學校],[完成時間],[指導教授]…）、「光碟」（[光碟名稱],[作者],[出版單位],[出版時

間]…）、「其他媒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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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各項資料可都作獨立搜尋，或二次以上的「搜尋」。 

10.在「第一層顯示」中，設有「匯出」連結可將目前列出得資料匯出成條

列式文字檔，方便後續使用。 

11.具有後端管理程式，可新增、刪除書籍。 

12.每層顯示介面中，都含有「書庫代號」、「作者」、「書名」、「出版

時間」、「出版地」、「出版單位」等項目的「排序」可切換。 

13.以 unicode（萬國碼）為主，雖支援各國語言，但在中文方面為了搜尋的

正確性以及文獻內容的統一，將禁止使用簡體字。 

14.與舊的印學書庫不同，不再對文獻作一般的分類，而採較人性化的分類

方式，可任意編輯自己的關鍵詞（Tags）。 

15.設計「推薦文獻」的功能，點選「推薦」指令時，會跳出一個新視窗，

此時可輸入一個以上朋友的信箱，送出後系統將寄出信件。 

16.除了書籍的資訊顯示之外，還能顯示誰收藏此書。如：誰擁有此文獻、

誰推薦此文獻、誰收藏此文獻。使用者對資料文獻的整理設計成三個層

級：‧推薦：可能擁有或沒有此書，但希望別人閱讀。 

‧暫存：記錄下此書，日後可能會買或者向別人借閱。 

‧收藏：表示擁有此書。 

17. 使用者對文獻資料的評語可選擇僅“顯示＂自己的部分（將別人的評論

暫時“隱藏＂起來），避免編輯自己的藏書時有太多不必要的訊息出現。 

 

除以上列示的功能以外，未來計畫會另建構一個子資料庫，稱為「當代學術

人力庫」10，將會有幾項特點：1.搜尋某專業領域的學術人員，查詢個人資料。

2.登錄自己或別人個人資料。3.形成一個某專業領域的人力庫。4.資料庫主要的

作用係整合各地學術人力，建立學術完整的通訊網絡。5.由「印學書庫」的網友

自行建立，等於是研究人將自己的人脈關係公開在網路上。 

                                                 
10 「當代學術人力庫」欄位設計有：[姓名]（真實姓名）﹡必填欄位、[電子郵件 1] 、[電子郵

件 2] 、[家裡電話] ﹡僅有資料建立者可以看到此資料、[辦公室電話] 、[手機號碼] 、[家裡

地址]﹡僅有資料建立者可以看到此資料、[公司/學校/工作地點/地址 1] 、[公司/學校/工作地點

/地址 2] 、[職業]﹡必填欄位、[頭銜]﹡必填欄位、[經歷] 、[專長領域]﹡必填欄位、[著作]﹡
必填欄位、[OICQ] 、[MSN] 、[Skype] 、[yahoo] 、[保留欄位] 、[保留欄位] 等。資料庫必

須當事人隱私問題，保留隱藏個人私密資料，姓名有重複的問題，需依賴「程式」來辨識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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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學書庫使用示意圖 

 

 

四、資料庫的應用研究 

 

在此文完成之前，原本過幾天要再仔細瀏覽〈豆瓣網〉，並作為此文重要的

參考網站之一，沒想到竟然忘了網站“名稱＂與“網址＂，反覆查詢了信箱，也

沒有這個網站所發出的加入會員的認證信，網站好像人間蒸發、從沒出現過一

樣，使用相近的關鍵字來查詢也一無所獲，Google 大神此時也不靈驗了，沒有

正確的關鍵字，找網站就好像大海撈針一樣。自己又再次印證了記憶、印象的不

可靠。幸好後來再次整理信箱，將看過的信件刪除後，終於發現一封認證信，進

而聯想起來這個網站。 

 



書畫藝術學刊 第三輯 

 296

    筆者剛過而立之年，短短的幾天竟然會忘了一個網站的名稱，每天接收的資

訊太多，而且若不經常“重新整理＂一下，重複的紀錄複雜瑣碎的事物之後，可

能也會導致我們的記憶一天不如一天，因為這個經驗，激起筆者更想完成這個資

料庫的決心！ 

 

    人腦如果像硬碟一樣有著「空間的限制」，那麼再大的硬碟也是有塞滿的一

天，對於研究者而言，思緒一定是在研究題目中打轉，要能保持「思緒清晰」，

光靠電視廣告中的某保養品可能也是不夠的，而「印學書庫」就是能補強研究人

有限的腦容量/記憶量。 

 

資料庫能輔助研究者的文獻管理與應用，資料庫存放在網路中，文獻資料即

時的更新，連上網路隨時使用，在文獻的查找更精確之外，還有強化文獻對於研

究者的幫助，資料庫紀錄著研究者倚賴的文獻資料，透過各地網友的對文獻的心

得與看法，網友彼此間更能認識書籍背後的閱讀者，人際間因為文獻相互的溝通

交流持續的開展。 

  

以往對文獻的蒐集整理有這樣的處理方法： 

 

找尋到的資料，首先要加以抄錄，當然也可以用影印或剪取的方式取

得，不過為了保存和整理，還是要剪貼分類。最重要的要把資料的來源

詳細正確的記載，像書名、章節、頁數、 作者、時代、出版者、出版

日期等。如果是出於期刊、雜誌或報紙上的材料，要記載篇名或題目、

作者、期刊雜誌或報紙名稱、出版者、出版日期等，至於卡片的編號，

可以參考一般圖書館的圖書分類法。可先行設計好分類和編號，然後錄

得資料隨印加以歸類。也可以在錄得資料之後，按實際需要加以調整，

總之，使所得資料日後容易查閱和運用方便為原則。在資料卡上也可以

做一些附記，像自己對資料的初步評鑑、預期運用情況、與其他資料相

互關聯性等。11 

 

                                                 
11 應欲康‧王忠林，《治學方法》，復文圖書出版社，頁 372-373，民國 78 年 6 月初版，81 年

2 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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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資料的整理如文中所說一切以「日後容易查閱和運用方便為原則」，而這些

需求，在新的印學書庫中都可以做到了。 

 

筆者相信只要有人類存在的一天，學術研究的活動是不會消失，所以並不擔

心研究人口的流失，而是積極的研究、改良各種方法來使得學術研究朝向更「精

緻」的內容發展。 

 

所謂的「精緻」，也可說是「深入」等雷同的形容詞，如果一個研究議題，

在經過數年的研討與文章的論述，還一直停留在很「表象」的形容或說明，在筆

者的認知裡這樣的學術研究發展是相當失敗的。但可惜的是，這樣的情形還是很

多，例如：印學方面的書籍（此泛指篆刻藝術），坊間很多就是一直在印章的發

展與晚清印人的作品上打轉，人云亦云互相抄襲各自的說法，沒能針對印人作精

細的作品分析。這樣僅有美感經驗的敘述，沒有提出足夠的實證（輔助圖片）並

不足以說服我們。 

 

在《史記》或某古籍文獻中找到某些特定的名詞與人物，作有系統的歸類整

理，因為得花費大量的時間、精神用人工方式計算統計，這樣類型的研究可以獲

得讚揚與鼓勵。過去古籍考察人工計算的時間能被學界認為是研究辛勞與付出的

一部份。而現在藉著電腦的搜尋與計算能達到一樣的效果，若研究者勇於研發嘗

試更多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時效更可以多出過去數倍以上，資訊的進步已經讓研

究方法變多樣了。 

 

所以說學術研究必須走向「精緻」也可說走向更「科學」的發展，研究人必

須跨領域的學習電腦操作，軟體應用等新的技能。研究者的學術地位的建立，在

於其精闢獨到的著作論文或者是創新的考察發現，使用哪種研究方法，其實並不

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們並不強調作研究一定非得用資料庫或某些軟體，重點

在於依照研究內容的需要，採取不同的研究方法以應付不同的狀況。在筆者多年

來實際使用的經驗認為，這類的研究型資料庫對提升研究的效率具有很大的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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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妙雲說：「全面搜集資料是開展科學研究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是一切科研

工作都應該遵循的根本途徑，因為科學研究的全過程始終建立在資料的基礎上。

12」 

 

所以從古至今，甚至未來的研究，資料的蒐集與建立是研究人一定得作的工

作，如今能藉由資料庫的輔助，達到最好的效率。在「深度」方面，關鍵則在「資

料」本身需要使用者的賦予，例如：搜尋到一本書，所顯示的 metadata（後設資

料）除了書籍本身的資訊外，允許使用者加上自己閱讀後的心得或者對於書籍錯

誤的校定說明等等，這些人為加上的資訊，便是能增加此資料庫的深度。 

 

這種作法早於多年前也有很多網路書店的搜尋系統包含在內，也和目前當紅

的「維基百科」13也有些異曲同工之妙。我們所注重的是一個專門領域的文獻整

理，利用眾人的力量編輯一個巨大的資料庫。如果使用率高，日積月累資料量正

確與完整時，這樣的資料整理中心，就可以為研究者省去一些文獻研究的時間。 

 

此資料庫的功能取向是以總和圖書館的「書籍管理系統」加上「網路書籤」、

「留言版」等多種程式的綜合體，粗略的說：「印學書庫」＝「印學期刊庫」+

「閱讀心得」+「文獻訂正」+「電子文獻庫」…等多種類型資訊內容的結合。 

 

經常上網的人或許都有使用「網路書籤（我的最愛）」的經驗，它的方便在

於無論在哪裡，只要連上網路就能編輯或使用自己的書籤，奔走各地參加研討會

的學者，並非隨時都能使用攜帶的筆記型電腦，偶爾可能也會使用到別台電腦。

平時累積蒐集的網站書籤，都與自己的研究內容息息相關，一旦缺少它，做起事

來總是覺得少了什麼。或許能靠著記憶翻閱紙本資料找到網站，但這等於又多花

了一些時間。 

 

市面上有很多書籍管理的軟體，在國外的文獻研究上也算是行之有年，其搜

尋與整合能力也相當強，能在短時間匯入一些外部資料，不必重複輸入，但都以

                                                 
12 陳妙雲，《學術論文寫作》，廣東人民出版社，130 頁，1998 年 8 月初版，2006 年 3 月 3 刷。 
13 〈維基百科〉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6%E9%A1%B5&variant=zh-tw） 



陳信良〈新〈印學書庫〉的建構與應用研究〉 

 299

國外的文獻為主，這種語言上的差異，要讓沒有外國語言能力的學者嘗試使用是

有其難度，重點是這些軟體都是安裝在個人電腦上，與學者間資訊的交流互動或

外界的溝通還有部分侷限。 

 

讓每個人編輯自己的「最愛」，又能和網友互相分享「最愛」這樣的概念，

這「印學書庫」裡的內容，就可以互通於每位研究者，最初，我們會將五千多筆

的書籍資料優先載入，使用者無須一筆一筆的新建立自己書庫/藏書單。能以現

成搜尋出來的資料加入自己的藏書單，依照自己的習慣分類。 

 

 

若在原始資料中沒有該書，使用者也可自己加入這一本書籍並且需要填入完

整的書籍資訊，否則無法完建檔14。為了資料庫的學術與完整性，在最前端會有

一個認證登入的程序，必須以真實姓名註冊填入部分聯絡資訊才可使用，這是為

了避免一些人來擾亂資料的完整，因為是真實姓名，所以每位編輯者都必須為自

己所建立的資料負責，建立的資料也可能隨時被其他人所修正。15 

 

覺得現在泛印學界（指文字學、考古文物藝術等領域）學者彼此間能交換研

究方法的地方，可能就是在某某學術研討會，但大家也都知道研討會的會議時間

有限，而且都將時間規劃成很多場次，讓來自各地的學者發表論文，有時數天的

研討會，時間看似充裕，但若再扣除旅遊觀光的行程，學者能坐下來好好暢談自

己的研究心得的機會實在不多。 

 

除了研討會上互相暢談研究心得，有可能在研究上相近的學者會有書信往來

的交流，較年輕的學者當然多用網路、電子郵件作為交換訊息的方法。但若沒特

殊的情況，要能天天書信往返交流應該也是很少。 

 

年紀較大的學者不擅長電腦資訊的處理，但仍可藉助研究助理或者學生幫忙

建立起自己的文獻庫，學者多年累積下來的資料文獻，對學界可說是無價之寶，

                                                 
14 利用程式語法來控制資料的完整性，輸入完整才可送出資訊建檔。 
15 利用程式語法將編輯的過程與時間記錄在某些頁面，方便使用者查閱過去編輯的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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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建立在自己的電腦上，若能有一個平台能「收納」這資訊，開放給其他學者

研究人員查閱使用，當然對於學界也是一大福音。 

 

現代人都知道網路無遠弗屆的便利性，使用網路資源的習慣與能力逐漸普

及，但要學者在「非現實會議或研討會」的環境下討論研究的範疇，可能還需    

要一些時間適應16。 

 

若資料庫的文獻內容完整，使用頻率高，未來這裡也將是一個學術研究、文

獻與心得的交換中心，大多數的論壇討論的內容都過於重複，程度也參差不齊，

當一個論壇所討論的內容深度無法提升時，它的學術發展性會有所侷限。這是因

為一般的論壇沒有所謂的「文獻資料」當依靠，所以常有空談或者一般人比較淺

的疑問充斥版面，如果先以「文獻資料」為主，而討論的園地（論壇）為輔的話，

這樣會來這裡的族群自然會有一些過濾，自然討論的內容才能真真見血，對於學

術的進展有所幫助。 

 

印學書庫專於各類文獻的索引、收藏者評論心得等資訊以及文獻收藏者和文

獻的相關連結，並不標榜收藏文獻的數量多寡。當使用者搜尋到某筆文獻17時，

將有設定讓人點選觀看書籍的內容的選項，由於牽涉文獻著作權的問題，除非獲

得作者同意，否則不會將全文檔案公開。最好的情況是作者加入本資料庫，並且

能授權全文公開，程式的預設值僅開放文獻目錄或者部分的頁面，我們熱心建立

資料庫輔助學術研究本意若被有心人曲解成商業牟利時，造成的後果恐怕是不堪

設想的。 

 

前面提到“中國知網＂的博碩士論文資料庫，在搜尋後會有文獻關連性的連

結，如：作者、指導教授等連結（知網節），讓我們在文獻研究中相當方便，這

種好的作法我們也應該仿效學習，不過我們蒐集的文獻範圍並不是無限大，不會

妄想將所有文獻資料蒐集於一身，事實上，那確實是不可能也沒有必要。 

 

                                                 
16 意指學者用此資料庫上的論壇發短訊和其他學者溝通、留言、互相訂正文獻資料的內容等動

作。 
17 在此指的是：紙本書籍數位化後的數位檔案，如全文電子檔、掃瞄成圖檔再轉製成 PDF、DJVU

等格式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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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望以專精的文獻資料吸引專屬領域的人才來使用這資料庫，使用這個

資料庫越頻繁內容會更豐富、更有價值。這與一般純粹提供資料搜尋與下載使用

的資料庫18是有差別的。在學界普遍使下，印學書庫若成為文獻資料的大本營之

後，對學者或研究生從事文獻相關的考察，便利性自然不在話下。 

 

學者平時作研究，國內外參加各地考察、研討會等會議，不時在各地蒐集文

獻書籍資料，倚靠著是頭腦的記憶或印象，但很多人應該會有買到重複書籍或者

來不及記錄文獻的問題，雖然很想建立屬於自己的一套藏書庫，但想到多年累積

的藏書量，心恐怕就涼一半了，更別說一筆一筆的建檔輸入。「印學書庫」就能

解決這一群人的困擾。想要建立個人的藏書資料，只需要使用滑鼠： 

 

搜尋 → 選擇個別或全選 → 加入我的藏書 → 完成 

 

如此簡單就能將研究或者資料蒐集時最重要的紀錄保存下來。 

 

在印學書庫學者也能新增一個「研究專題」，將目前研究題目相關的文獻加

入在這個專題內，這種文獻蒐集的步驟是研究中總要作的事。差別在從前只是用

抄寫、電腦輸入記錄在研究者個人儲存媒體，現在是在開放的場合組織這個工

作，作者亦可在日後隨時回頭查閱曾經做過的專題內的文獻。如此「凡走過必留

下痕跡」的功能，也是我們設計這個資料庫重要的規劃項目，日積月累下每個人

的痕跡，亦是其他研究者文獻考察時的重要參考來源之一。 

 

 

 

 

 

                                                 
18 此種類型的資料庫，缺乏和使用者互動以及資料內容更動改變的即時性，資料庫與使用者的

關係屬於單向的取用下載功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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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印學書庫」涵蓋學門領域與延伸應用示意圖 

※「?」表示任何一種無限擴大延伸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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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近年因為地球氣候急遽變化，迫使世界各國更加關注環境保護的相關議題，

但學術研究的“環保意識＂卻還未見，大部分的發表者過度保護屬於自己的創

作，使得相同的研究步驟必須一而再的重複執行19，過程中所造成的時間與資源

浪費一直讓人所忽略，所以筆者認為這也是一種缺乏環保意識的行為。其實許多

學者並不知道如何將自己發表的文章無償的公開給其他學者使用，相關單位是否

曾對著作人大力的推廣是個關鍵，以及某些政府機關亦必須負責之外，由於很多

學者不習慣或不常使用電腦等相關資訊產品，因此對於某些網站上所公布的消

息，自然也不得而知。 

 

雖然文獻公開與否決定權在作者本身，但我們仍由衷的希望作者能在長遠的

學術發展考量下，適當的將資料公開與傳布。網路上許多人無私的將所藏掃瞄建

檔並分享給大家，對於其他從事研究的朋友確實省了不少事，多出的時間更能專

注於研究本身，這是我們認為很正面的幫助。本資料庫能否完成、達到輔助研究

的功能，最先的關鍵還是在撰寫程式的費用上，倘若排除這個困難點，還要讓學

者：「嘗試用→喜歡用→經常用→一定用」的過程宣導也是重要必須面對的課題。 

 

筆者多年來規劃有助於研究的各種資料庫，真正是為了研究者而設計建構的

資料庫，台灣許多機關團體花大筆經費所製作的資料庫，以固定使用網域、帳號

密碼等設限，未能全面開放給學界使用，實在相當可惜。藉由本資料庫的建立，

除了前述的主要功能之外，還期望有這三項發展願景： 

 

☉ 資訊應用普遍化：研究者能善用資訊科技軟硬體輔助研究，藉由自身使用

的經驗再與學界交流，再擴展更為多樣的研究方法。 

☉ 藝術研究科學化：藝術研究不再純粹只是個人派別喜好的論述，能在評論

提出確實數理依據或者相關圖版來從旁印證，參考藉助

現代科學的研究結果，增補研究的精確性。 

                                                 
19 相同的一份文獻，可能在世界各地可能有不同的人同時在做相同的事，重複的掃瞄、打字、

列印等，這些所消耗的人力、物力等資源是否應該也應該適時的利用某些方法「節省」下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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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資源無料化：政府帶頭引導將文化影音、圖像相關資料都能在不需付

費或者較低價的情形下，擴展使用人口，促使藝文、歷

史等文化相關產業蓬勃發展。 

 

原發表於個人部落格〈「印學文獻資料庫〉粗略的構想〉一文，經整理補充

而成本文，除重新規劃設計的資料庫內容之外，還包含筆者對文獻整理與應用的

粗淺看法，倉皇成文疏漏在所難免，祈請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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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論壇發表者「子居」，發表時間：2007 年 01 月 22 日 19:43，本文原載於紐約時報雜誌，作

者 Kevin Kelly。Kevin Kelly 是 Wired 雜誌的“資深獨立評論員”，也是《失控：機器、社會制

度和經濟世界的新生物學》等書的作者。他最近還為時報雜誌撰寫了關於數字音樂的評論。以

上內容皆錄於〈簡帛論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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